
这个萧肃的冬季

被子叠成两层

你在这头

妻子在肩头

闹钟惊醒一帘幽梦

推开紧闭的门

路灯闪出长长的影子

看不见疲倦的脸庞

采场的热浪喷出蓝色的气流

仿佛踩着厚厚的棉絮

狰狞的毛石张开獠牙

一颗比一颗锋利

熟悉的矿壁挂着一丝陌生的笑

与昨夜的梦截然不同

没有爱人暖暖的呢喃

你必须打起精神

迷雾中扬起桀骜的机头

藐视凝固的空气

隐藏的死神露出胆怯的尾巴

倾斜一地的慌张

一颗跳动的心横卧在岩层深处

接收爱的无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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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铜都诗抄

激战

（罗德成 摄）

“蜗居”

（陈旋 摄）

新年心愿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 2020 年就过去了，总

感觉这一年过得太快太仓促，有好多想做的事

还没有做，有好多想去的地方还没有去，有好

多想见的人也还没有见。

还记得在那个本该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有

很多人还没来得及与家人坐在一起吃顿温馨

的年夜饭，有很多人还在为没有买到回乡的火

车票而着急、发愁，更多人是和我一样，还没来

得及将早已筹备多时的各种欢度春节的精彩

计划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场与我们每一个人息

息相关的疫情突然袭来， 一时之间， 广播、电

视、手机、互联网，国内国际所有的新闻媒介都

在播放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新闻讯息； 街道上、

小区里、楼栋间到处是铺天盖地的疫情防控指

南和卫生注意事项。随着潜伏期后各地上报的

确诊统计数据情况分析，湖北成了重灾区。 曾

经车水马龙的街头人迹罕至，曾经热火朝天的

街头巷尾再也没有了嘈杂的声响和冒着烟火

气的夜市小摊，就连互联网上的键盘侠、段子

手也突然销声匿迹。 这突然的静默让人后怕，

更让人心疼。

在那段宅家抗疫的日子里，我想到了很多

很多，我想过为什么会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

在这里？ 为什么会是我们？ 也想过我们能做什

么？ 我们能安然度过吗？ 我们还有未来吗？

当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向我们走来，越来

越多的白衣天使和部队官兵为我们不眠不休，

越来越多的支援向我们汇聚，越来越多的亲朋

好友主动请缨成为志愿者的时候，我心里的恐

慌消失了，那个时候我想到了一句话———没有

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所有宅在家里的人都确信：属于我们的春天就

快到了！

3 月 10 日，当习近平总书记出现在武汉东

湖新城社区， 向楼上鼓掌欢迎他的居民们挥手

示意的时候，那一刻很多人与我一样，忍不住眼

含热泪、感慨万千。为了那些为我们拼命的逆流

勇士，为那些因为疫情而永远离开的人们，也为

了自己这几个月的默默坚守。 这一年有太多人

为了守护这座城流过泪、流过汗、拼过命，有太

多感人的事迹和画面被烙印在心间！

记得小区解封的那一天，阳光明媚，晴空

万里，鸟语花香，恰是古诗中描述的春天最美

的样子。 有的人去了湖边，迎着和煦的春风游

湖踏青，有的人去了山上，在茂密的山林里采

春笋、挖野菜……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但又分明与从前

不同。 街道变得比从前干净整洁了许多，路边

花坛里的花草树木像刚上色的油画，闪着盈润

的光泽异常清新，小区里的垃圾桶外再没有随

手丢弃的垃圾袋；商场、超市门外排队的购物

者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吵不闹，整齐

有序；每个人在出门之前都不忘规规矩矩地戴

上一只口罩，家里的老人在每次外出回来之后

也知道第一时间去洗手，大手大脚惯了的公公

也知道要节俭持家，从前爱挑食的孩子居然也

喜欢吃馒头和青菜了，而从前动不动就发火的

我也变得柔和宽容了许多。

疫情得到控制后我们又回到了单位，回到

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经历了这场生死大考之

后，重新坐在办公桌前的我们懂得了珍惜和感

恩，也知道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国家为我们承

担的、企业为我们扛下的，以及 19 个对口支援

省留下的，我们唯有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

充足的干劲才能把耽误的业绩赶回来，才能把

滞后的工作追回来，才能把所有的付出变成感

恩变成回报。

回想 2020 这一年，有惶恐有无奈，有感恩

有无畏，有努力有拼搏。这一年注定不平凡，这

一年注定将载入史册！

再见，2020，再见庚子鼠年。 感谢所有的陪

伴，感恩所有的付出！我们将会变得更好，世界

也将会更好！

再见，2020

○金格公司 王文霞

在经历了一场漫天飞雪之后， 阳光伴

随着寒潮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年最后的几

天，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 我们迎来了新

的开始，阳光是如此的温暖，给冬天铺上

了一层暖被，也给我们种下了新的希望。

今年的元旦，注定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变化，疫情防控也在

不断地升级。 元旦，也让很多人选择了在

家里陪陪老人孩子，也有很多的人来到空

旷的户外， 与太阳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与

往日不同的过节方式，让这个节日更值得

人们纪念。 而那些坚守在岗位上的职工

们， 有的在忙忙碌碌地生产新年的第一批

阴极铜， 有的按照检修计划， 奔赴每一个

检修现场， 认真地开展检修。 对于他们来

说，这个节日，其实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只会在检修休息的间隙， 脱下手套，

拿出手机， 看看亲朋好友发来的新年祝福

短信， 他们也会将同样的祝福回赠给亲朋

好友， 节日的快乐就在那一字一句中。 这

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他们知道， 现在正是

全厂检修的关键时期， 检修需要有责任有

担当的人来共同扛起检修的重任， 检修质

量也会直接影响这一年来的生产。 尽管新

年的第一天在生产或者检修现场度过，他

们觉得值， 他们用劳动的双手又过了一个

元旦节，跨进了新的一年。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祝大

家元旦快乐！ 上班的兄弟们，今

天检修任务挺多的，大家分工协

作，互相配合，劳保用品必须穿

戴齐全才能上岗，每个人测量体

温，戴好口罩，注意保护自己。 ”新

年第一天， 维修的兄弟们就收到了同事的

第一份祝福， 接到了新年的第一份检修任

务单，带着工具，他们就直奔目的地，给他

们长年守护的设备开始了大诊查。 新系统

东区悬臂吊要修理、 西南单梁吊减速机要

安装、 机组各个部位的螺丝要紧固、 脱焊

的部位全部都要焊接好，任务多而杂，电、

钳、管、焊齐上阵，大部队分成一个个小分

队， 在每一个检修现场施展他们的技术。

他们有的已工作二三十年， 有着丰富的检

修经验； 有的进厂仅几年， 在企业的培养

下参加了各类技能竞技成了岗位上的技术

骨干， 个人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在检修场

上，老师傅经验十足，新徒弟创意颇丰，他

们完美的配合，促进了检修质量的提升。

阳光透过厂房的顶部， 照射在那一排

排整齐划一的电解槽上， 将宇宙之爱传递

给这个厂房里的人们， 那一束束光， 照进

了职工的心间， 就像一团希望之光， 将新

的一年照亮。 检修的师傅们偶尔抬起头，

看到太阳带来的温暖， 他们想去与阳光握

手，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去，他们知道，他们

身上还有责任， 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要用

自己的行动温暖这里的每一台机器， 每一

个设备。 在他们心中，太阳，会一直都在，

太阳不会变老，他们也一直心中有太阳。

看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我满心欢喜，

这是温暖的一年， 是充满阳光的一年，未

来的每一个日夜星辰， 都会有亲人的爱相

伴，有勤劳的有色人相陪，未来可期，不负

韶华。

○冶炼厂 芳草

新年第一缕阳光

冰冷的手

未曾触碰岩壁

冬从巷道滑过

那个叫强的矿工

浓眉锁成弯刀

双腿抖擞出松树的影子

风带起橘黄色的上衣

一颗污浊的汗珠

摔出清脆的回声

有那么一刹那

灯光闪出灼热的火焰

在空气中游离

水雾弥漫

钻机争鸣

满头的矿尘飞出抛物线

看不见内心的彷徨

一声顽强的嘶吼陡然穿越地心

奔驰的战马呼啸而过

无数个你敞开热情的怀抱

接一路平安回家

有一种争鸣

穿透了地心

回首往昔

与“泥”奋战

（陈旋 摄）

啃下“硬骨头”

（程亚坤 摄）

团结就是力量

（张海 摄）


